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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站噪声采集系统的软硬件设计
胡赤兵１，李臻１，赵耀２，董开松２
（１．兰州理工大学机电工程学院，甘肃兰州７３００５０；２．甘肃电力科学研究院水能室，甘肃兰州７３００５０）

摘要：介绍了一种用于泵站等工业现场的噪声采集装置的软硬件设计。该装置由工控机、精
密声级计、数据采集卡以及相应的采集和分析软件构成。在软件设计上，该装置采用了ＤＭＡ采集和
数据传送方式，通过使用环行缓存的内存调度方法，保证了在Ｗｉｎｄｏｗｓ下噪声数据采集的实时性，通
过多线程工作方式充分发挥了硬件的性能。经过在某水电站现场使用证明该装置具有较强的抗干扰
能力，能够用于存在较强电磁干扰的工业现场。
关键词：噪声，采集，实时，声级计
中图分类号：ＴＢ５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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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集卡的电压输入范围之内。声级计为金属

引言

外壳，可以有效屏蔽外界电磁干扰，声级计与工

某泵站需要定时采集机组发出的噪声，把
采集的数据存人机组的运行记录中，用来在机组

控机之间的通讯线使用接地良好的屏蔽电缆，以
提高系统的抗干扰能力。

发生故障时进行故障分析。由现场的工控机进行
数据的采集，将结果存储在硬盘中或传给上位机
存储。该泵站的工作环境电磁干扰较强，要求采
集系统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一般的计算机声卡
和麦克风的抗干扰能力较弱，为了提高抗干扰能
采集卡

力，该系统采用在工控机上安装工业数据采集
卡，使用专用声级计拾音的硬件结构。这样做的
好处有两方面：一是采用工业组件，有助于提高
系统的整体抗干扰能力；二是专用声级计能够准

工控机

确的标定，可以保证采集的精度。实际的使用验
证了该装置的实用性和设计方案的有效性。
１

系统硬件及软件组成

图１系统硬件框图

采集系统的软件主要由信号采集模块、数

采集系统由声级计、数据采集卡和工控机

据分析模块和通讯模块组成。信号采集模块完

组成，图ｌ为系统硬件框图。图中采集卡采用研

成噪声信号的采集和存储功能，数据分析模块

华ＰＣＬ一８１８Ｌ，其最大采样速率４０ｋＨｚ，根据香农

对存储后的噪声数据进行各种变换分析，与上

采样定理，可以满足采集范围在２０Ｈｚ。２０ｋＨｚ人

位机的数据交换由通讯模块负责。软件运行在

耳可闻声的要求。该采集卡的输入通道带有光电

Ｗｉｎｄｏｗｓ操作系统下，因此信号采集模块成为整

隔离，提高了抗干扰能力。ＰＣＬ一８ｌ ８Ｌ的驱动

个软件系统设计的核心和难点，主要原因是噪

程序提供了大量的接口函数，这些函数可以直接

声信号的采样速率较高，在Ｗｉｎｄｏｗｓ下要保证采

在程序设计语言中调用，使得用户不需要直接操

集的实时性需要在数据传输，缓存分配，内存

作采集卡的硬件，给程序开发带来了便利。声级

调度等方面综合考虑。但在Ｗｉｎｄｏｗｓ下有利于

计选用带模拟信号输出，满足其输出电压范围

软件中其它模块的编写，并且编写交换式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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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量在Ｗｉｎｄｏｗｓ下也较小。

用户干预。但是使用ＤＲＶ—Ａｌｌｏｃａｔｅ

（）时要求分配的缓存大于４ ｋＢ，并且要位于１

噪声信号的采集和保存

２

ＤＭＡ Ｂｕｆｆｅｒ
ＭＢ

的物理内存之内，这是由工控机的总线结构所

噪声信号由传声器转换为电信号后经过放大

决定的，这就使得ＤＭＡ缓存不可能大于１

ＭＢ，

和滤波网络，送人采集卡进行Ａ／Ｄ转换，整个

若按照４０ ｋＨｚ的采样速率和１２位（两字节）的分

采集过程由采集设备的开启、采集缓冲区的生

辨率计算，最多只能连续采集１３ Ｓ多，不能实现

成、采集方式的设置、采样通道的设置以及数

长时间连续实时采集，因此必须设计算法将

据转存等几部分组成。

ＤＭＡ缓存中的数据及时的转移到其它位置，并

２．１采集设备的开启

且不影响采集过程的连续性。

使用ＤＲＶ—Ｄｅｖｉｃｅ ＯＰｅｎ（）函数打开采集卡，
该函数返回一个指向采集卡的长指针Ｄ ｒｉ

由于硬盘是整个工控机中的速度瓶颈，因

ｖｅ ｒ

此不能直接将ＤＭＡ缓存中的数据存储到硬盘里。

Ｈａｎｄｌｅ，该指针用于后续程序中针对采集卡的各

本软件设计使用了一种变通的方法，在内存中另

项操作。根据该函数的返回值还可以判断采集

外分配两个缓冲区Ｂｕｆｆｅｒ和Ｂｉｇ Ｂｕｆｆｅｒ，其中

卡是否能够正常工作。

Ｂｕｆｆｅｒ是环型的，略大于ＤＭＡ缓存，使用两个指

２．２采集方式的设置和采集缓冲区的生成

针Ｐｉｏｎｔｌ和Ｐｏｉｎｔ２分别指向Ｂｕｆｆｅｒ中的数据头和

由于需要高速连续采集，因此采集方式设

数据尾；Ｂｉｇ Ｂｕｆｆｅｒ是线性的，其大小取决于用户

置为ＤＭＡ方式，这样可以不经过ＣＰＵ，直接在采

想要采集噪声的时间长度，同时受到工控机实际

集通道与工控机内存之间传输数据，从而保证采

物理内存大小的限制，需要根据工控机物理内存

集过程的连续性。使用函数ＤＲＶ—Ａｌｌｏｃａｔｅ

ＤＭＡ

的大小，经过多次测试，在程序中设置一个最大

Ｂｕｆｆｅｒ（）分配ＤＭＡ缓存，该函数的参数ＰＴ＿Ａｌｌｏ—

连续采集时长，从而避免用户设置的采集数据量

ｃａｔｅ

ＤＭＡ Ｂｕｆｆｅｒ．Ｃｙｃｌｉｃ

Ｍｏｄｅ设置为ｌ，即使用

循环采集模式，这是保证连续采集的关键。在这

超出系统可以提供的物理内存。
２．５采集程序的流程

种采集模式下，当采集数据充满ＤＭＡ缓存时，采

见图２。当采集开始后，首先启动采集设

集卡的驱动程序会自动启动新的采集过程，并再

备，分配ＤＭＡ缓存，设置系统参数，然后调用

次从头开始使用ＤＭＡ缓存。如果将Ｃｙｃｌｉｃ Ｍｏｄｅ

ＤＲＶ＿ＦＡＩＤｍａ Ｓｃａｎ

设置为０，那么当ＤＭＡ缓存充满时，采集过程会

循环采集的同时，系统启动一个数据的转存线

自动停止，这会造成数据采集不连续。

程，转存线程与主采集线程完全独立、并行工作。

２．３采样通道的设置

在转存线程中，首先使用ＤＲＶ—ＦＡＩＣｈｅｃｋ０函数

Ｓｔａｒｔ（１函数开始循环采集。在

采样通道设置主要是选择采集卡的通道、

检查ＤＭＡ缓存中的数据，该函数把ＤＭＡ缓存视

选择输人电压等级、设置通道的采样速率和触发

为两个相等的半区，检查哪个半区内已存满数

方式。为了保证４０ ｋＨｚ的采样速率，只选择一个

据，并返回相关信息。如果ＤＭＡ缓存中有一个半

采样通道，输入电压等级根据声级计的输出电压

区存满数据，就用函数ＤＲＶ—ＦＡＩＴｒａｎｓｆｅｒ（）将已满

决定。通道的设置还包括设置采样点数，这里的

半区内的数据转移到环行内存Ｂｕｆｆｅｒ中Ｐｏｉｎｔ２指

采样点数并不是用户最终想要采集的噪声数据的

针之后的区域，并修改Ｐｏｉｎｔ２的值，最后将Ｂｕｆｆｅｒ

多少，而是与ＤＭＡ缓存大小相关的一个参数。以

中Ｐｏｉｎｔ １和Ｐｏｉｎｔ２之间的数据移人ＢｉｇＢｕｆｆｅｒ中

上参数设置完成后，调用ＤＲＶ—ＦＡＩＤｍａ

Ｓｃａｎ Ｓｔａｒｔ

并修改两个指针。整个采集结束后，将ＢｉｇＢｕｆｆｅｒ

（）函数启动采集卡进行噪声信号的采集，并以

中的数据保存在本地或直接传给上位机，并关闭

ＤＭＡ方式存入ＤＭＡ缓存内。

采集卡、释放系统资源。由于在采集过程中，采

２．４数据的转存

集到的噪声数据只是在工控机的内存中转移，速

由采集通道采集的噪声信号以ＤＭＡ方式直
接存人ＤＲＶ＿Ａｌｌｏｃａｔｅ

度很快，这就保证了采集过程的实时性。

Ｂｕｆｆｅｒ（）分配的ＤＭＡ缓

以上是采集软件的基本设计思路，设计的

存中，这一过程由程序主线程调用ＤＲＶ—ＦＡＩＤｍａ

关键点有：将ＤＭＡ采集设置为循环模式，从而

Ｓｔａｒｔ０仓ｔＪ建一个独立的采集线程来实现，采

保证采集卡连续采集；采集线程和数据转存线

集线程创建后由采集卡的驱动程序控制，不需要

程必须相互独立并配合，这要求使用Ｗｉｎｄｏｗｓ的

Ｓｃ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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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ＭＡ

ＤＲ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ＩＲＲ／ＧＡＴ｜ＯＮ

多线程技术；最后，转存线程的Ｂｕｆｆｅｒ要设置
为环行的，循环使用，节约了内存资源。

３

ＭＡＣＨ｛ＮＥＲＹ

Ｖｏｌ。２４

Ｎｏ。１

实验验证
该装置软件诊计运行于配置为ＰｅｎｔｉｕｉｎＩＩ

启动转存线程

启动采集卡

４３３ ＭＨｚ／１２８
分配ＤＭＡ缓存

ＭＢ的工控机上，在设计过程中经

过反复测试，发现在计算机配置对应该将ＰＭＡ缓

检查ＤＭＡ缓存

遮堡至岁

存设置为小于６４ ｋＢ，这样可以保证主采集线程

分配Ｂｕｆｆｅｒ和ＢｉｇＢｕｆｆｅｒ

数据转移到Ｂｕｆｆｅｒ

编制。

启动循环ＤＭＡ采集

数据存人ＢｉｇＢｕｆｆｅｒ

设置采样通道及参数

ＩＹ

与转存线程良好的协同工作，并能保证连续采集
两分钟以上。软件使用Ｂｏｒｌａｎｄ公司的Ｃ＋＋Ｂｕｉｌｄ
图３为使用该装置测量某水电站的发电机组
与尾水排水泵的部分噪声时域波形，图４为对时
域波形的频谱分析。软件界面左侧的旋钮用于调

停止采集

术果鞘果）一
—ｆ苎果鞘墨—二，一Ｎ
、、，，一

ＩＹ

采样要求。该电站总装机容量为１３０万ｋＷ，厂房

面赢鬲酮

处理主线程其它任务

整采样频率和环行缓存的大小，以便适合不同的
内电磁干扰严重，实际使用验证了该装置的抗干
扰能力。

图２采集程序流程图

ｂ）尾水排水泵

ａ）发电机组
图３噪声时域波形

ｂ）尾水排水泵

ａ）发电机组
图４噪声频谱分析

４

结束语
该装置满足了该水电站机组及排水泵的运行

监测及故障诊断中。按照本系统的设计方法和
思路，使用更高速的采集卡和工控机，可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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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多路噪声信号的实时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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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３

整个生长阶段草坪的平均耗水量（ｍｍ）

２）对黑麦草和早熟禾而言，处理２比处理

建议的设计耗水强度与灌溉制度

１节约灌水量４５％，耗水量减小分别为３０％和

１）黑麦草和早熟禾的计划灌水间隔为６
天，平均日耗水强度为３．４６７ ｎｌｍ和３．６１０

ｍｍ，

２９％。对高羊茅而言，处理３比处理１节约灌水
量６０％，耗水量减小３ ６％。

高羊茅的计划灌水间隔为８天，平均日耗水强度
为３．２５７ ＩＴｌｍ。黑麦草的生长速度为０．５０

ｃｍ／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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